
陕西省总工会主管主办 陕西省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刊号 CN61-0015 复字第 7452 期

邮发代号51－7 2020年4月8日 星期三 农历庚子年三月十六 陕工网：www.sxworker.com

本报电话 有奖新闻热线：029-87344644 15309270781 记者部：87344614 发行经营部：87345725 新闻E－mail：sgbbjb1＠163.com 图片E－mail：1826283110@qq.com

SHAANXI WORKERS' NEWS
陕
西
工
人
报
微
信
公
众
号

陕
西
工
人
报
头
条
号

4月2日，工人在咸阳市乾
县阳峪镇太平村浩泽社区工
厂工作。

近年来，乾县在脱贫攻坚
战中，按照“企业（合作社）+

工厂（车间）+贫困劳动力”的
发展模式大力推进社区工厂
建设，吸纳困难群众在家门
口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张博文 摄

复工复产要倾听需求侧的声音

随着全国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序展开，各
地生产、流通与消费逐步恢复，需求的声音
也变得清晰。

需求在哪里，复工复产的资源优先配置
就到哪里。正是倾听需求侧的声音组织生
产，才能让中国的口罩产量在一个月里突破
了亿级，才能让春耕备耕中种子、化肥、饲料
等农资供应齐备，才能让企业用工、资金、原
材料供应中的“堵点”被打通、“断点”能补上。

随着复工复产向多个领域推进，精确掌
握需求信息尤为重要：有些地方不顾行业间
需求的差别，搞一刀切式的复工复产，带来
了一些隐患；有的行业的风险敞口不同，受
疫情冲击的程度也不一样，市场需求的方向
出现差异。

如疫情导致钢铁、汽车等行业库存上
升，而医药、防疫消毒用品及化工原材料等
行业则需求陡增。眼下，一些行业去库存是
当务之急，另一些行业则需要增库存。不能
只盯着复工复产的统计数字，更要看能否满

足“有效需求”。
“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吻合是检验

复工复产成色的一个重要标准。在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每一小时、每一度电、
每一笔资金都是宝贵的。复工复产也需要
根据市场需求精准施策，避免粗放推进，最
大限度减少冗员的聚集、物资的浪费和资金
的空转，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
度，为以后经济转暖进一步夯实基础。

要倾听需求侧的声音，扎实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以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将
以前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将疫
情防控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
起来。这样一来，疫情冲击不会影响经济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需求侧的声音却在复工复
产的乐章中更加嘹亮。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王亚宏·

大桥“一桥八跨”

一次跨越渭河河道，一次跨越高速
公路，两次跨越铁路既有线，四次跨越

城市道路，体量特别庞大、结构极其复
杂、技术标准要求极高。

4月6日，西银高铁重点控制性工程——咸阳渭河特大桥施工现场。袁景智 摄

本报讯（苏怡）4月 6日 15时，西银高
铁重点控制性工程——咸阳渭河特大桥
最后一孔钢斜撑加劲简支箱梁浇筑完
成。这标志着西银高铁全线唯一一座四
线桥提前 6天合龙，为西银高铁今年年底
顺利开通运营提供了可靠保证。

咸阳渭河特大桥由中铁五局承建，全
长 13.6公里，共有桩基 4370根。其中四线
段长 4.16公里，共有桩基 1820根。大桥具
有“一桥八跨”的特点：一次跨越渭河河
道，一次跨越高速公路，两次跨越铁路既
有线，四次跨越城市道路，体量特别庞大、
结构极其复杂、技术标准要求极高。

“为统筹利用河道资源，在跨渭河主
河道段，西银高铁与城际铁路并线，由双
线铁路变为并排四线，用钢斜撑加劲简支
箱梁的设计，这样既减少了渭河河道生态
环境的破坏，又保证了排水泄洪需要。”中
铁五局集团四公司副总经理兼西银高铁
项目经理杨建树说，“中间双线为西银高
铁，两侧两线为关中城际铁路，实现了一
座桥上高铁与城铁并行。”

作为我国首座应用大跨度钢斜撑加
劲简支箱梁的铁路桥梁，咸阳渭河特大桥
采用了多项先进施工工艺。其中，跨渭河

河槽水中墩桩基采用填河筑岛施工工艺，
梁体采用 17孔 60米单箱双室钢斜撑加劲
简支箱梁施工工艺，自重相当于普通桥梁
的 5倍，实现了跨渭河段与关中城际铁路
一次建成。跨咸铜及陇海货运北环铁路
采用四线连体挂篮悬灌施工工艺，双挂篮
同步推进，左右偏差不超过 2毫米，国内
罕见。

“千里西银，重点和难点都在这里。”
杨建树说，疫情发生后，项目部制定了周
密的疫情防控措施和复工复产施工计划
方案，在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重点
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劳动竞赛活动，迅
速组织物资、机械设备以及作业人员到
位，比计划提前 6天实现四线桥合龙。

西银高铁是国家铁路“十三五”规划
实施的重点工程，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
划中“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
重要组成部分。西银高铁的建设对振兴
陕甘宁革命老区、完善区域高铁路网布
局、助力西部开发和脱贫攻坚、促进沿线
地区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该项目建成后，将结束宁夏没有高速铁路
的历史，西安至银川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
在的 14小时缩短至 3小时左右。

高铁城铁并行 一桥飞架渭河
西银高铁全线唯一四线桥合龙

58岁的吉隆刚终于走出了大山。春
天里，这位旬阳县寨河村的脱贫户，身着
工装、头戴安全帽，在西安一座在建体育
场项目工地紧张忙碌。过去，因为要独自
抚养三个子女，他长期在家种植烤烟，几
乎没有出过远门。

“3月 14日，陕建集团派车到旬阳接农
民工返岗复工，我看到招聘信息就来了。
第一次出门打工，挺新鲜，也有点紧张。”
吉隆刚言语质朴，“现在娃娃们都大了，我
也要开始自己的生活。”

吉隆刚是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陕建集团）近 20万务工者中
的普通一员。面对疫情冲击，陕建集团
积极承揽项目、抓紧复工复产、开展就业
服务，精准帮扶农民工就业。截至 3月 20
日，集团仅在陕西省内项目的用工人数
已达 18.6万人。

随着施工高峰期到来，陕建集团用
工量正以每日 3000 人的速度增长。到 3
月底，陕建集团在陕西省内用工将超过
22 万人，到 5 月份，预计用工将达 30 万
人。疫情之下稳住这么多“饭碗”，这家国
企有啥招儿？

加快项目开工
增加就业岗位

陕西是劳务输出大省，春节期间共有

257.8万名农民工返乡。受疫情影响，农民
工就业面临“动员难、出行难、找工作难”等
多重困境。

作为国内建筑业顶尖企业之一，陕建
集团业务覆盖全国 31个省区市和 28个国
家，现有项目近 2000个。“建筑业是劳动密
集型行业，作为国企，我们有责任为务工人
员排忧解难。”陕建集团董事长张义光说。

2 月 1 日，正是疫情防控最紧张的时
候，有西安版“火神山”医院之称的西安公
共卫生中心应急院区在高陵区开工。1月
31日 20时，接到命令的陕建集团连夜组织
人员和机械进场。到 2月 2日凌晨 3时，进
场施工的陕建集团人员已达1500余人。

3月 22日，陕建集团又接到在西安咸
阳国际机场建设一座核酸检测区的命令。
承担任务的陕建三建集团短短两个小时内
就抽调300余人进场施工。3月23日上午6
时，核酸检测区投入使用。从接到命令到
完成建设，仅用8个小时。

陕建集团人力资源部副部长陈宝斌
说，疫情期间，集团主动请缨参与西安、榆
林、安康等地的应急医院工程建设，仅西安
公共卫生中心项目就提供用工岗位2500余
个。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后，陕建集团迅速
推进复工复产，截至3月20日，集团在陕西
省内 1544个项目已全面开复工，用工 18.6

万人，其中陕西籍劳务人员12.3万人。
“点对点”返岗
“屏对屏”培训

消杀、测体温、登记信息……经过严格
的防疫措施，3月 14日中午，洛南县三要镇
杨川村村民何建民坐上了开往西安的“点
对点”务工直达专车。

“疫情之后活儿不好找，村里人介绍，
我知道了陕建集团在招人。人家还派专车
来接我们，真是很高兴。”何建民目前在陕
建五建集团一个在建学校项目上做计量
员，每日收入300多元。

陈宝斌说，陕建集团在劳务人员集中
的市县设立接送服务点，“点对点”运送让
农民工“出门上车、下车到岗”，集团80多个
项目以此方式接回务工人员5000余人。

与此同时，陕建集团还积极与各级人
社部门对接，在各地设立联络点和“一站
式”服务平台，就近就地吸纳就业。比如，
在安康市设立的 10个联络点吸纳 4500余
人就业。此外，还采取在线面试、签约等方
式远程招聘。

陕建集团工会主席刘小强说，疫情期
间，企业开设133个线上培训班，涵盖17个
工种，报名学习的劳务人员已逾万人。通
过手机APP平台，企业组织了职业资格证
书、管理人员能力提升等培训活动。

优先吸纳贫困户和湖北返乡人员就业
兜住就业“网底”

春节期间，陕西共有 4.37万农民工自
湖北返乡。而全省 257.8万名返乡农民工
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有 85.8万。张义
光说，陕建集团提出就业扶贫“双优先”，即
优先安排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和从湖北返
乡的务工人员就业。

在陕建集团西安一酒店项目务工的安
康籍农民工阮国正说，自己长期在湖北荆
门打工，疫情发生后无法返鄂。一筹莫展
之时，陕建集团工作人员打来电话，邀请他
乘坐包车到西安务工。据介绍，仅陕建集
团“点对点”包车接回的5000多名务工人员
中，就有2000多人属于“双优先”情形。

统计显示，陕西目前尚未脱贫的人口
中，有 7224人有就业意愿和劳动能力。针
对这一“关键少数”，陕建集团成立 11个专
班，32户下属企业分工协作，派出工作人员
逐一上门摸排，对其中有就业就学意愿的，
安排其到陕建项目或企业所属技校就读。

3月27日，陕建集团安康市就业扶贫
工作专班分成 9个工作队，冒雨深入 8县
13 个镇 25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中走访，
现场签订就业协议 6 人。截至目前，
7224 人中，陕建集团已累计达成就业就
学意向457人。 （储国强 陈晨）

疫情下如何稳住20万农民工的“饭碗”
——陕建集团稳就业一线观察

据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4月 6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针对关键
环节和风险点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决不能掉以轻心。

会议指出，要坚持应急处置与常态化防控相结
合，分区分级恢复生产秩序，有力有序推动复工复产
提速扩面。低风险地区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复工复

产中的防控措施，及时梳理和取消前期应急防控时采
取的、与目前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不相适应的措施，保
障必需的防控物资和应急处置能力，既防止掉以轻
心，也要防止“一刀切”。压实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
科学精准做好本单位疫情防范，这有利于顺利推进
复工复产。要落实员工个人防护要求，合理安排复
工复产中的人员流动，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人员聚集
和集体活动。一旦发现疫情要立即报告，启动应对预
案予以妥善处置，公开透明发布信息。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动态优化企事业单位防控措施
有力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入境旅客全部实施核酸检测
■4月8日零时起武汉将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清明小长假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达到1136万人次
■4月6日8时至7日8时陕西无新增境外输入病例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各
地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目前贫困地区劳
动力外出务工、扶贫龙头企业及项目开复工进一步
提速。

记者 6日从国务院扶贫办获悉，3月份以来，各
地党委政府在组织发动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方面
持续发力，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进一步加快。截至
目前，25 个省份已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 2085.94 万
人，相当于去年外出务工总数的 76.43%，较 3月 6日
提高 24.4个百分点。

目前贫困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以及扶贫车间、
扶贫龙头企业、扶贫项目开工复工进一步提速。为
化解疫情对脱贫攻坚的不利影响，促进贫困群众就
地就近就业，近日国务院扶贫办和财政部下发通
知，要求切实做好光伏扶贫促进增收工作，拓宽贫
困群众增收渠道，实现稳定增收脱贫。

25省份已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2085.94万人

据《人民日报》记者近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
解到，截至 4月 1日，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在建项目共 18.66万个，已开复工 15.87万个，开
复工率为 85.06%，其中，开复工率 90%（含）以上省
（区、市）16个。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坚持因地制宜，分类
指导，全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建立用工需求台账，
组织“点对点”人员返岗，借助大数据进行精准防
疫。通过下沉式指导、保姆式服务，上门了解企业
需求，协调各部门解决原材料、防疫物资、交通运输
等实际困难，加快恢复产能。积极研究出台惠企政
策，降成本、降租金、降缴存比例、延长证书有效期
等，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通过推行工程建设项目“不
见面”审批，开通项目审批“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手
续，加快项目开工。指导企业妥善应对合同履约、
工程造价、劳动用工、应诉维权等方面可能出现的
风险和问题，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全国房建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开复工率85.06%

本报讯（李浩）省住建厅日前通报 6起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案件，
并将相关企业和人员列入“黑名单”。

通报显示，宁夏华天建安工程劳务有限公司、西
安诚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江苏华轩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陕西领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军立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杨凌分公司等5家用人企业及1名自然
人曹永宏，被列入 2020年陕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领域第一批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
其中涉及农民工人数最多和拖欠工资金额最多的曹
永宏，在延安市刘万家沟柏林湾项目工程中，拖欠200
名农民工工资480万元。

据介绍，对通报中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建筑业
企业及相关人员，自通报之日起，记入不良记录一次，
有效期一年，一年内停止在陕西的招投标活动，停止
办理企业资质升级、增项等业务；所涉及自然人，各总
包企业、专业企业、劳务企业不得聘用；所涉及的省外
建筑业企业清除出陕西市场。

我省通报六起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案件

4月1日，中建安装华西公司工人在西安明德门
北区搬运窗户玻璃。 据悉，雁塔区明德门北区、明德
门教师安居小区、明德门南新区、鑫泰园四个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由中建安装华西公司承建，力争今年10
月全面完工。项目涉及126栋楼宇、6286户，总建筑
面积46.24万平方米。 邵瑞 摄


